
附件

2022 年本科招生宣传短视频获奖作品

作品名称 姓名 班级 奖项

专业我说·唱给你听 秦洋
1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3班
一等奖

佛科院延时摄影 欧乐健 19 物理学实验 1 一等奖

放映青春 黎锐祺
1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2班
一等奖

未识人间烟火气？盼君欣

至佛大来
汤嘉权 20 金融学（CFA 创新班） 一等奖

夏日佛科院 叶碧滢
19 教育技术学（师范）2

班
一等奖

《毕业季》 凌曦发 19 自动化 2班 二等奖

春风送落叶，旭日迎生机 孙锐祺 21 国际经济与贸易 1班 二等奖

青春肆意飞扬 侯沁霞 18 土木工程 1 二等奖

亲爱的旅人，佛大欢迎你 李旭敏
19 工业设计 1班（粤台学

院）
二等奖

佛科院的日常 杨妮可 20 土木工程 2 二等奖

属于佛大的日出 张骏 20 材料科学与工程 3班 二等奖

这平台，创未来！ 李佰坤 21 汉语言文学 1 二等奖

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 林钦洲 19 市场营销 4班 二等奖

追寻佛大的青春记忆 蔡妙微 21 物理学（师范）2班 二等奖

漫漫亦灿灿 万奕汝 21 动物科学 3班 二等奖

手机里的那些零散大学生

活记录
禤诗华 19 工商管理 4班 三等奖

《在佛大的日子》 欧新
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 2

班（粤台学院）
三等奖

最“燃”大学生-逐梦青春 吴晓诗
1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2班
三等奖

以青春护国旗 何宛憧 20 物理学（师范） 三等奖

从四季开始，认识佛科院 鲁晓彤
19 会计学（国际管理会计

师创新班）
三等奖



作品名称 姓名 班级 奖项

阳光下的佛科院 欧楚琳
2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班
三等奖

佛大 yyds 张怡豪 21 人力资源管理 2班 三等奖

走走停停，心生向阳 周勇杰 21 国际经济与贸易 2班 三等奖

你的意义 温必相 21 物联网工程 三等奖

未知 霍锐俊 21 英语（师范）1班 三等奖

沉浸式畅游江湾校区 林佳漫 20 工商管理 2班 三等奖

定格美好瞬间 苏志武 19 物联网工程 三等奖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宣

传片》
戴连汉 21 生物工程 2班 三等奖

《同游佛大》 辛紫莹 20 英语（师范）1班 三等奖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招生宣

传视频
陈鑫 21 会计学 2 班 三等奖

开学 黄淑秀 19 市场营销 1班 优秀奖

温情佛科 李柏希
20 智能科学与技术（粤台

学院）
优秀奖

佛大校园生活 何颖希 19 工商管理大数据 1班 优秀奖

湖畔于艺术沉沦与遐想 陈路宇
1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班
优秀奖

美丽佛大 庾惠欣 19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优秀奖

佛大十二时辰 蔡京 19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优秀奖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运会

混剪
廖子港

2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班
优秀奖

《我的大学之旅》 胡浩莹 1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优秀奖

《爱你，佛大》 毛文霓 18 学前教育（师范）1 优秀奖

佛大的大学生活 刘杰燊
2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创新实验班）
优秀奖



2022 年本科招生宣传摄影作品获奖作品

作品名称 姓名 班级 奖项

《仙溪之景》 余俊勇 21 智能科学与技术 2 一等奖

校园之美 张钊杰 车辆工程 一等奖

《最美仙溪》 谢铎源 20 电子信息工程 2 一等奖

《美丽佛大》 潘浩文 20 智能科学与技术 2 一等奖

观舟 李柏希 20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一等奖

佛大一角 李珊珊 18 建筑学 二等奖

佛大一角 欧新 2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2班 二等奖

邃 黄嘉源 20 医学检验技术 2 二等奖

摘一颗名为仙溪的星 丁琼珊 20 汉语言文学 2班 二等奖

春日里的白桥、落日余

晖下的军训
钟钰莹 21 会计 4班 二等奖

《光》 卓泽路 21 物联网工程 二等奖

俯瞰佛科 欧乐健 19 物理学（实验）1 班 二等奖

1停留 2玩伴 张凯锋 21 化学工程与工艺 二等奖

春日限定 李铭敏 19 工商管理 4班 二等奖

佛大的景 王枷楠 21 环境工程（中外）1班 二等奖

白云悠悠 林楠欣 19 会计投行班 三等奖

日落西山、书屋、夕阳 王善添 20 自动化 1 三等奖

《书香仙溪》 杨帆 21 智能科学与技术 2 三等奖

黎明中的仙溪湖桥 李之誉 21 动物科学 2班 三等奖

会通楼全景、毕业照、

秋天
廖子港

2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班
三等奖

《我想点亮那眼神里

的光》
郑银珊 19 英语（师范） 三等奖

爱在日落黄昏时 罗添明 20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三等奖

夏日雷暴春日虹，仙溪

月蚀映冬红
胡珂洋 19 物理学（师范）2班 三等奖



作品名称 姓名 班级 奖项

阳光下的小白桥 冯卓灵 21 数字媒体技术 三等奖

光 余晞妍 21 工业设计 三等奖

校门、佛大校道 蚁玉梅 21 工业设计 三等奖

佛科院的天空 刘安球 20 土木工程 2 三等奖

夕阳余晖 刘靖殷 20 食安 2 三等奖

梦在仙溪 程嘉茵 19 护理学 4班 三等奖

《仙溪图书馆的一角》 朱奕雄 19 网络工程 三等奖

《教学楼旁，仙溪湖

畔》
李嘉隆 21 电子信息工程 优秀奖

青春与舟 廖杰萍 20 物理学（师范）班 优秀奖

美丽佛大 陆梦可 21 动物医学 2班 优秀奖

机电实验室一览 伍奕骏 21 英语师范 2班 优秀奖

如画般的仙溪 利瑶 19 汉语言文学（师范） 优秀奖

电影厅里的操场、荷塘

游水鸭鸭
苏梓楠 20 人力资源管理 1班 优秀奖

校园的一角 梁嘉琦 21 思想政治教育 1班 优秀奖

《仙溪湖畔的美景》 张宇健 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优秀奖

不懈 张子桦 20 医学检验技术 2 优秀奖

《鲜花礼赞五月》 李展鹏 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优秀奖


